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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铭铭：中学生
是不是每天都穿校服

四年级-QQ：没强制
规定吧，孩子不穿校服的
多的是

六年级-铭铭：如果是
校服可以少买点衣服了。
想着青少年男生也没啥牌
子了，小学生么儿童牌子
多的，中学生只能穿穿运
动品牌之类的

七年级-小瑜：初中生
每天穿校服

宸妈四年级：衣服不
是问题，颜值是问题，哈哈

哈。当年我们丑得要命的
校服，不也是有人硬生生
穿出高档的感觉吗

八年级毛毛妈：初中
生和高中生，在学校都是
穿 校 服 的 。 自 己 买 的 衣
服，周末和假期穿穿

六 年 级 - 巴 比 ：穿 不
穿校服看学校吧，我路上
看到有些学校的孩子都穿
的

七年级-丁丁：我们家
学 校 规 定 只 能 穿 校 服 校
裤，平时回校也要穿校服
的，否则不给进去的

每天都要穿校服吗？本周三，市教育局发布通知，
全市幼儿园大班于 5 月 18 日开
学，幼儿园其他年级从 5 月 25 日
开始，于一周内开学。

在家“超长待机”4个月，小小
神兽们终于要归“笼”了，可是年
龄 尚 小 的 他 们 ，能“ 说 去 就 去 ”
吗？作为父母，是否都期待孩子
开学？记者进行了一番小调查，
截取了以下两个颇具代表性的镜
头——

镜头 1 每次提到去幼儿
园，儿子就“炸毛”

轩轩上幼儿园大班，这两天，
妈妈李女士每次提到幼儿园复课
的话题，轩轩就秒变“严肃脸”，
说：“妈妈，你是骗我的吧！”

为什么不想去上幼儿园？轩
轩的理由是，去了幼儿园就要学
习，规矩多。虽说轩轩每天在家
也要完成一些妈妈布置的幼小衔
接作业，或者练习架子鼓，但他还
是觉得在家的时光更自由。

为了让轩轩转变态度，李女
士想了些办法，比如放一些轩轩
在幼儿园经常听到的儿歌，找回
以前上学的感觉。结果轩轩的回
答依然很坚定：“我不要去幼儿
园。”

“该怎么让他提起对幼儿园
的兴趣呢？”李女士有些迷茫。她
坦言，儿子马上就要迎来人生的
第一个毕业礼了，希望他可以珍
惜毕业前的这段时光，和要好的
小伙伴好好道别。

镜头 2 女儿天天盼着去
幼儿园，妈妈却有些纠结

上中班的甜心，对待上幼儿
园的态度倒跟轩轩截然相反。

甜心妈薛女士说，这些天，女
儿每天都在家念叨着，想上幼儿
园，想念小伙伴和老师，还有好多
户外游戏。

原来，出于安全考虑，4 月份
前甜心都在家呆着没出门，更别
提跟同龄人玩了。因此，家里虽
然玩具多，但没人聊天、分享玩
具，甜心还是闷闷不乐。

薛女士告诉记者，自己虽然
知道幼儿园的教学更专业系统，
但作为家长，她还是有些担心疫
情对孩子的影响。“之前在网上看
到个段子，孩子戴着粉色的口罩
上 学 ，结 果 回 来 变 成 了 蓝 色 口
罩。毕竟小朋友还小，对戴口罩
懵懵懂懂，随便就交换出去了。”
如今，对于即将到来的复课，薛女
士依然有些纠结。

专家 父母应理性看待复
课，了解孩子内心真实感受

钟楼区幼教管理中心副主任
俞莉表示，当孩子对上幼儿园出
现抵触情绪时，家长应和孩子进
行交流沟通，了解其内心真实想
法，再根据孩子自身情况判断是
否复课。

“由于疫情，原本 20 多天的
寒假变成了4个月，孩子对幼儿园

生活记忆逐渐淡化，产生陌生感
是正常现象。”她说，家长可以和
孩子一起回忆在幼儿园生活的美
好情景，比如最要好的小伙伴叫
什么名字，大家一起去哪里玩等
等，唤起孩子的记忆。

其次，家长在平时与孩子交
流时，要注意不能将幼儿园、老师
妖魔化。“很多家长会在孩子调皮
时威胁他说‘再不听话就把你送
去幼儿园’‘再哭再闹就喊你老师
来’等诸如此类的话，导致孩子对
上幼儿园产生恐惧心理，这种方
式是不可取的。”俞莉说，家长应
当注重在言语间树立幼儿园正
面、欢乐的形象，告诉孩子，上幼
儿园可以学本领、认识新朋友、和
老师一起玩，每天都能收获进步，
让孩子产生期待。

而像小班的孩子，由于年龄尚
幼，入园生活时间并不长，再加上
居家数月，对家长更加依赖，再次
入园的他们，心理上难免会缺乏安
全感。此时，父母应当帮助他们找
到重新入园的状态，多和孩子描述
幼儿园的美好，提高他们的安全
感；近段时间开始调整规律作息，
学着自己穿衣、上厕所，增强独立
自主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才能尽快适应幼儿园生活。

当然，父母也要学会“接住”
孩子的低落情绪。在孩子去上幼
儿园前，可以和他承诺：“妈妈放
学后第一个来接你”“爸爸来接你
时会带一个小礼物给你”等，让他
感受到父母的爱。

针对部分家长出于担心交叉
感染而不想让孩子去幼儿园的情
况，俞莉表示，家长应理性看待幼
儿园复课。“家长应在做好个人防
护的同时，对幼儿园给予信任。
我们已经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做好
了全面准备，请家长放心。”她说，
对于幼儿而言，集体生活、和同伴
共同成长、接受正规的幼儿课程
教育，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都
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经历了此
次疫情，幼儿园将更关注生命健
康教育，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卫
生习惯；同时，特殊时期的幼儿园
生活也更有意义。

杨曌

我市幼儿园复课在即，对于开学——

有的娃“炸毛”，有的娃却迫不及待

本报讯 日前，新北区泰山
小学开展“守护天使”活动。班
级同学随机抽取姓名，成为这名
同学的“守护天使”，可以用主动
打招呼、微笑、帮助等默默关怀
的方式来守护同学，一周后再进
行揭秘。

“口罩不仅隔离了病菌，也
隔离了人际互动的亲密，给许多
学生带来心理上的不适。”该校
校长沈亚萍说，通过“守护天使”
活动，彼此减少心理距离，增进
友谊。

记者从新北区教育局了解
到，为拂去疫情给学生心理造成

的些许灰霾，维护学生天真、善
美、活泼的阳光心灵，全区中小
学努力为每位学生营造向阳、向
美、向上的学习场域，将此次疫
情转变为有意义的教育资源，助
力心理健康成长。

在新北区各中小学开展的
开学第一课上，校方以“认识疫
情、敬畏生命、关注心理”为主
题，通过典型发言、班主任教育
和视频播放等学生喜闻乐见的
形式，提升学生防护技能，缓解
紧张情绪。通过开学第一课，学
生学会自我关怀，在课堂交流中
获得成长；学会在困境中关注当

下，看见希望。
为了缓解孩子的心理焦虑，

学校还独具匠心设计一系列心
理小游戏；借助专业心理辅导机
构，关注学生心理需求；开设心
理健康教育课，通过投射测验、
心理测试，及时筛查出需要关注
的重点学生，同时遴选出具有共
性问题的学生开展小组团辅活
动。新北区实验中学还制作了
以疫情医学防护和心理防护为
内容的心理手册，采取通俗易懂
的方式，让学生随时掌握疫情防
护和心理调适知识。

此外，新北区还注重家校共

育。学校向家长推送相应的亲
子教育文章，增强家长在家庭教
育中应用心理教育的能力，让家
庭教育方式更具正向力量；对尚
未复课的学生，新北区要求学校
开展电话“双排查”——班主任

每周通过电话了解外地孩子相
关情况，心理老师通过电话对外
地学生进行“心理按摩”，及时处
理学生因无法返校而可能出现
的急躁情绪。

（杨曌 沈含嫣 图文报道）

新北教育

变“疫”为“意”，助力学生心理“复位”

本报讯 近日，武进洛
阳中心小学开展了第十五
届校园科技节活动，向学
生普及新冠病毒知识，掌
握科学防疫的正确方法。

据了解，本次科技节
从学校实际出发，以“体
验、创新、成长”为宗旨，围
绕“抗疫 日新娃探究科技
力量”主题，培养师生的科

学素养和实践能力。
在 一 年 级 的 活 动 现

场，小朋友们面对屏幕上放
映的一个个头像，快速找到
我国的抗“疫”英雄——钟
南山。有学生表示，比赛
虽然很快结束了，但是英
雄爷爷的身影会永远留在
自己心中。

（朱文琴 杨曌）

武进洛阳中心小学

科技节展风采
抗“疫”英雄记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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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嗨
这里是家长交流孩子成长的自由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倾诉孩子成长的烦恼

在这里，你可以分享同城家长教子心得

在这里，你也可以寻求教育的最前沿资讯

请加入晚报教育

QQ群

群言无忌群言无忌

时间：本周 出处：晚报教育家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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